
精准滴灌发展沃土 持续锚定改革目标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多措并举服务城市发展,冲锋在前践行大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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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建引领

抓牢主体责任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聊城分
行党委聚焦推进党对金融工作的
全面领导，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做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部署，
认真贯彻中央及上级行党委关于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系列要求，
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深入落实“党建引领”的
工作思路，推进党建工作与经营
发展同频共振、深度融合，推动全
行经营发展和转型创新不断取得
新成效。该行坚持党建引领业务，
压实主责主业，切实履行好党建
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党建
和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强化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工作
融入到全行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为全行各项工作圆满完成提供坚
强保证。

经过持续攻坚奋斗，工商银
行聊城分行夯实经营根基，实现
提质起势，2022年一季度，该行抢
先抓早，既苦干又巧干，营造了唯
旗是夺、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不良额、不良率
较年初实现“双降”，资产质量得
到持续改善，营业收入、拨备前利
润、净利润均好于去年同期，盈利
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显著增强，
客户服务生态系统加速搭建，人
民金融底色不断彰显，成为工商
银行山东省分行唯一一家个金、
公司、机构、养老金四大板块全部
进入前6的二级分行。

下一步，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将继续严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牢牢扭住党建工作责任
制“牛鼻子”，抓住党建关键主体，
推动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聚焦普惠助农

服务乡村振兴

恰逢聊城市供销社综合改革
组建“为农服务中心”从事专业粮
食种植机构这一机遇，工商银行
聊城分行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
要，把支持黄河流域农业粮食种
植生产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首要
任务。围绕“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两大目标，聚焦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超前关注，适时介入，主
动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接洽合
作，全力支持供销社“为农服务中
心”土地托管经营，投放了工商银
行山东省分行首笔“农业生产托
管”模式下的粮食种植农担贷，为
进一步拓宽普惠金融服务渠道夯
实了基础。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以“为农
服务中心”为依托，按照市供销社
选定的试点乡镇，主动联系镇政
府，下沉试点村，积极开展上游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对接服务，
同时主动与山东省农业信贷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进一步降低
合作社融资成本，有效防控了贷
款风险。通过前期努力，今年1月
12日，全省首笔供销社“农业生产
托管”模式下的农担贷29万元成
功落地聊城。截至5月末，工商银
行聊城分行已为高唐县姜店镇、
尹集镇、鱼邱湖办事处、汇鑫办事
处的11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投
放“农业生产托管”农担贷205万
元，流转土地达3154 . 5亩，惠及农

户776户。
当下，正值小麦收割季节，从

高唐县“为农服务中心”反馈的情
况看，经过对托管生产的田地土
壤改良、提升良种覆盖率、科学管
理等措施，今年平均每亩小麦产
量达到1300斤，较往年每亩增加
200斤，大规模连片耕作还进一步
降低了耕种及管理成本，夏粮收
成整体成果超过预期。工商银行
聊城分行将继续发挥以城带乡、
数字科技等领域优势，结合乡村
振兴多样化需求，加强金融产品
和服务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深挖农村潜力市场，持续完善金
融服务体系，为绘制乡村振兴壮
美画卷注入“工行元素”，为服务
黄河流域三农市场贡献更多工行
力量！

稳定经济大盘

贡献工行举措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
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对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重要部
署；6月5日，聊城市出台稳住经
济运行6方面23条措施；6月10
日，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召开助力
稳住经济大盘工作推动会议，结
合经营实际，围绕投融资三年规
划，明确提出了在助力稳住经济
大盘中实现“三个走在前”，即在
服务实体靶向投放中走在前，在
服务普惠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在
服务保就业保民生中走在前的工
作要求，同时发布助力稳住经济
大盘28条措施。

在落实中央部署方面。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坚守主责主业，扛起国有
大行担当。发挥巡视整改带动作
用，将稳经济与抓整改统筹起来，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把稳经
济作为检验整改成效的重要方
面，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全力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坚持应贷早贷，推
动各项贷款尽快到位。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全力
服务制造业强市战略，开展金融
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春耕行
动”；聚焦重点项目，助力工业技
改；全力服务国家创新型城市创
建，开展“春苗行动”，做优“专精
特新”企业金融服务；用好“科创
贷”风险共担政策，积极支持科
技型中小企业；全力服务绿色能
源体系建设，加大碳减排贷款、
煤炭高效利用贷款投放力度；打
造“碳金融”“绿色金融”工行品
牌，助力能源绿色转型。全力服
务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服务好

“十字型”高铁大通道战略；支持
东阿至阳谷高速、德上高速临清
连接线等高速公路建设，服务好
省会经济圈城市互联互通战略。
全力服务新型城镇化战略，支持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助力现代
水网体系建设；全力推进“链长
制”工作实施，加大优质项目供
应链服务力度。全力做好金融市
场服务，强化投行联动优势，积
极提供资金支持。

在服务普惠乡村振兴方面。
全力提升小微企业精准服务，持
续做好“三重”(重点区域、重点园

区、重点客户)小微企业需求对
接，提供全产品服务支持；推动

“工银普惠行”青年先锋行动，加
强产品创新与场景建设，树立工
行数字普惠新形象。全力服务基
本农业生产，聚焦土地托管政策
试点区域，大力推广土地托管贷
成熟经验，打造乡村振兴工行样
板；全力服务数字乡村生态建设，
推广“兴农通”和“数字乡村综合
服务平台”，打通服务乡村振兴最
后一公里；探索“兴农e贷”产品，
科技赋能，推动农村整村授信业
务。

在服务保就业保民生方面。
全力做好房地产领域金融服务，
重点支持“三优”房地产开发项目
和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全面推
进一手及二手个人住房贷款全面
协调发展。全力支持全面开放新
格局,推广出口贴现、跨境贷、齐
鲁进口贷等产品，助力缓解中小
微进出口企业融资难题；全力帮
助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向重
点民营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票据
融资，拓宽企业低成本融资渠道；
积极对接发债客户需求，拓宽企
业直接融资渠道。强化民生重点
领域金融保障,丰富社保卡新办
和补换渠道；持续落实减费让利
政策，履行惠企利民社会责任；做
好受困企业到期融资安排，满足
持续经营资金需求。

在确保金融服务稳定方面。
推动信贷业务审批流程优化，完
善专班推动、快速响应和上门服
务机制，开辟业务审批绿色通道。
推动全面风险管理持续加强，深

化“一本账”管理，强化“一盘棋”
统筹。深入推进资产质量重点攻
坚行动；丰富创新处置手段，加快
推进不良贷款处置进度，坚决打
赢资产质量攻坚战。加快数字化
客户服务生态体系建设；增强数
字化运营和创新能力；增强零售
信贷数字化赋能。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积极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住经
济大盘的决策部署，及时出台助
力稳住经济大盘28条具体措施，
全面做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服
务实体经济的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全力抓好国家稳经济措施
贯彻落实，为推动经济回归正常
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贡献
更大的工行力量。

落实疫情防控

全力纾困解难

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基本
金融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稳定运
行，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合理安排
营业网点及营业时间，对受疫情
影响临时停业或调整营业时间的
网点，提供替代解决方案，采取多
项措施保障网点一线员工和客户
健康安全，全行网点在醒目位置
张贴告示，做好客户疫情安全提
示，同时全辖区网点及中后台营
业部室全面张贴场所码，逢进必
扫，在提供良好金融服务的同时
做好防疫工作。

疫情无情，工行有爱，疫情期
间，多位受疫情影响还款出现问
题的客户主动与该行联系，了解
到其真实经济状况后，工商银行
聊城分行提供特殊贷后服务支持
政策。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特定
个人贷款和信用卡客户提供包括
协商还款、息费减免、征信保护等
特殊贷后服务措施。同时，适当延
长延期还款天数，灵活调整个人
贷款还款安排，缓解疫情期间客
户还贷压力，切实解决客户实际
困难。

作为党领导下的国有银行，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牢记初心使
命，服务实体经济，认真履行金
融企业社会责任，减轻企业负
担。贯彻落实国家和工商银行总
行各项服务收费政策，严格遵守

“七不准”“四公开”“两禁两限”
等监管规定，杜绝违规收费、转
嫁成本、借贷搭售、存贷挂钩、以
贷转存等问题增加小微企业融
资负担。严格落实各项优惠政
策，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将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实体发展政
策落实到位，稳步下调普惠贷款
利率，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持
续下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贵”难题。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作为服务城市经济的主力银
行，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将以工商
银行总行党委“48字”工作思路为
指引，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六稳”“六
保”战略任务，以实际行动持续做
好金融支持稳增长、保就业、保基
本民生工作，全方位助力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工作，为全市高质量
发展注入工行动力。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作为服务全市经济的主力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紧跟市委市政府方针导向，坚决扛起国有大行使命职责，主动作为，冲锋在前，以党建工作
引领业务发展，从普惠金融、稳经济大盘、抗疫纾困多方面践行工行责任，深入落实团结奋斗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六个新聊城”要求，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正值麦收时节，工商银行聊城分

行客户经理前往高唐县“为农服务中

心”托管田地实地调研。

6月10日，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召

开助力稳住经济大盘工作推动会议，

发布助力稳住经济大盘28条措施。

.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行长陈维东

赴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企业

金融服务诉求，助力企业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行长陈维东赴企业调研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了解其发展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企业纾困解

难贡献工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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